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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专家：

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办，兰

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

化重点实验室、 GRADE 中国中心、甘肃省医师协会／甘肃省医学会

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承办，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亚洲指南协会 C GIN Asia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临床研究分会

及甘肃省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协办的 2017 中国医师协

会循证医学专业年会将于 2017 年 7 月 19-21 日在甘肃兰州召开 ，

在此我们诚挚邀请您在临会议。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加强临床研究能力，提升实践指南质量”。

临床研究是以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和预防等为主要研究内容，

以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医疗服务机构为主要研究基地，由多学

科人员共同参与组织实施的科学研究活动。为促进我国临床研究的

发展，科技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自 2013 年开始，在全国范围连

选和建设了包含内、外、妇、儿、肿瘤、口腔等 11 个领域的 32 个

临床研究中心，旨在加强我国的临床研究能力。

临床实践指南是连接临床证据与临床实践的桥梁，高质量的临

床实践指南不仅可起到指导和规范临床诊疗的作用 ， 而且能够提高

医疗保健质量和促进患者健康。如何保证指南的制订、更新和改编

能够基于严格的循证医学证据，充分考虑患者偏好和价值观，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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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运用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的分级系统（GRADE），既是当下我国

循证研究的热点， 又是促进循证临床实践的关键。

有鉴于此，本届研讨会将聚焦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指南，为临

床医师、 研究人员、 卫生政策制定者和管理人员、医药企业研发人

员搭建 一 个彼此交流，相互合作的桥梁和平台，群策群力，共同推

动临床研究和临床实践指南的发展。

本次学术年会与2017年全国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年会同

时举行，其主题为
“

安全、 有效、 优化、 精准
”

。 两个专业委员会

所开展的研究从方法上、涉及内容上和预期达到的目标上较为一 致，

后者的重点是围绕药物使用，两会同期举办可整合会议资源，加强

相互交流。参会人员可根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任意选择两会中的分

会场参加学习和讨论。 会议将为临床医师、药师、 循证医学研究与

教学人员、 卫生政策制定者及医药企业研发人员搭建 一 个交流、合

作的平台， 共同推动临床实践与药物研究的发展。

我们期待7月与您相聚在美丽的金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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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信息 

 
会议时间：  2017年 7月 19-21日 

会议地点：  甘肃•兰州 甘肃银行大厦（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25 号） 

会议网站:   http://ebm.cmdamt.org/2017 

 

主办单位： 

            中国医师协会 

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 

甘肃省人民医院 

甘肃省循证医学与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 

GRADE中国中心 

甘肃省医师协会/甘肃省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 

           

协办单位： 

中国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亚洲指南协会 GIN Asia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Journa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临床研究分会 

甘肃省药学会药物流行病学专业委员会 

 

大会组织机构： 

 

名誉主席： 

王陇德    王  辰    胡大一    李幼平    王吉耀    王宁利    詹思延 

 

会议主席： 

姚  晨 

 

会议执行主席：  

杨克虎    郭天康    金永新    陈世耀    孙  鑫    商洪才   

 

会议秘书组： 

陈耀龙    阎小妍    田金徽    孙  凤    姚  亮    王小琴   王  琪    韦  当 

葛  龙    李秀霞    董冲亚    邢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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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 

 
7 月 19 日 会前培训 1：临床研究的设计与实施（限 100 人） 

08:30-09:20 从临床问题凝练研究问题 

09:20-10:10 临床研究设计方法的选择 

10:10-10:20 茶歇 

10:20-11:10 估计样本量与效能 

11:10-12:00 横断面研究和队列研究设计 

12:00-14:00 午餐 

14:00-14:50 病例-对照研究设计 

14:50-15:40 医学检验的研究设计 

15:40-15:50 茶歇 

15:50-16:20 设计问卷、访谈和在线调查 

16:20-17:10 社区和国际研究 

17:10-18:00 使用既有数据开展临床研究 

7 月 19 日 会前培训 2：网状 Meta 分析方法与实践（限 100 人） 

08:30-09:30 网状 Meta 分析概述与进展 

09:30-10:30 网状 Meta 分析的检索 

10:30-10:40 茶歇 

10:40-12:00 频率学方法网状 Meta 分析的 STATA 实现 

12:00-14:00 午餐 

14:00-15:50 贝叶斯方法网状 Meta 分析的 WinBUGS 实现 

15:50-16:00 茶歇 

16:00-17:00 网状 Meta 分析的证据分级—GRADE 的应用 

17:00-18:00 网状 Meta 分析的撰写和报告注意事项 

7 月 19 日 会前培训 3：临床指南与 GRADE 方法与实践（限 60 人） 

08:30-09:30 中国临床实践指南概述 

09:30-10:00 国际指南的报告规范 RIGHT 简介 

10:00-10:30 茶歇 

10:30-11:20 GRADE 概述 

11:20-12:00 GRADE 在定性系统评价中的应用 

12:00-14:00 午餐 

14:00-14:30 GRADE 在诊断试验和预后系统评价中的应用 

14:30-15:30 中医药临床指南的制订方法与案例分析 

15:30-16:00 茶歇 

16:00-16:40 针灸临床实践指南的制订方法与案例分析 

16:40-17:20 护理指南的制订方法与案例分析 

17:20-18:00 卫生政策指南的制订方法与案例分析 

 

 



 

 

7 月 20 日 上午 

08:00-08:30 主会场  开幕式 

主会场  中国临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上）  主持人： 李幼平 杨克虎 

08:30-09:00 
临床名词标准化和病历格式化： 

真实世界临床大数据研究之基础 
王  辰 院士  中日友好医院 

09:00-09:20 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发展 
程  龙 教授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09:20-09:40 人工智能技术助力真实世界临床研究 姚  晨 教授  北京大学 

09:40-10:00 临床研究-机遇与挑战 陈世耀 教授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10:00-10:20 重新认识真实世界研究 孙  鑫 教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主会场 中国临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下）  主持人：王吉耀 郭天康 

10:40-11:00 医疗决策中的情与理 唐金陵 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 

11:00-11:20 构建优良中医药临床报告规范系统 卞兆祥 教授  香港浸会大学 

11:20-11:40 大数据与实效研究 詹思延 教授  北京大学 

11:40-12:00 中医临床证据评价、转化及效应机制 商洪才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12:00-12:30 中药注射剂上市后 RCT 研究实例及专家点评 
宋元林 教授  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点评专家： 李幼平 教授  四川大学 

7 月 20 日 下午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分会场 5* 分会场 6* 分会场 7* 

14:00-15:30 

循证医学与

实效研究 

方法学 

循证中医药

安全性评价

与研究 

诊断试验的

设计与实施 

临床研究 

案例分享 

与点评 
药物安全性

研究 

药物经济学

研究 

药物治疗 

方案设计 

16:00-17:30 
循证康复 

研究与实践 

循证护理与

知识转化 

循证社会 

科学研究 

与方法 

7 月 19 日 晚上 

19:00-21:00 循证专委会常委会年度会议 

19:00-21:00 循证专委会青委会年度会议暨青年论坛 

19:00-21:00 人卫社《循证医学》第三版定稿会 

19:00-21:00 中医药临床证据（Evidence of TCM）英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7 月 21 日 上午 

主会场  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上） 主持人：Edwin Chan 翟振国 

08:30-09:00 眼科中的真实世界研究 王宁利 教授  北京同仁医院 

09:00-09:20 临床实践指南—政策与管理              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 

09:20-09:40 基于 GRADE 的指南改编方法学 
Holger J Schünemann 教授   

麦克马斯特大学 

09:40-10:00 美国医师协会临床实践指南制订方法与案例 Amir Qaseem 教授  美国医师协会 

10:00-10:20 中国临床实践指南：新起点，新目标 杨克虎 教授  兰州大学 

主会场  循证临床实践指南：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下） 主持人：Hyeong Sik Ahn 陈耀龙 

10:40-11:00 日本指南的制订与评价：MINDS 经验介绍 
山口直人 教授   

日本卫生部 MINDS 主席 

11:00-11:20 循证医学与中医药临床指南制订 刘建平 教授  北京中医药大学 

11:20-11:40 韩医临床实践指南的制订与实施 
Lee Myeong Soo 教授   

韩国韩医研究院 

11:40-12:00 国际指南，本土实践：以心血管领域为例 魏万林 教授  陆军总医院 

12:00-12:20 从循证医学到实施科学 徐  东 教授  中山大学 

7 月 21 日 下午 

 分会场 1 分会场 2 分会场 3 分会场 4 

14:00-16:00 循证指南与临床路径 
卫生技术评估的 

发展与挑战 

WHO 指南论坛暨 

亚洲指南协会论坛 

GIN Asia 

系统评价/Meta 分析 

方法学前沿 

16:10-16:30 主会场：闭幕式 

 

 



 

具体事项及注册说明 

1. 报到/注册时间：2017年 7月 18日、19日 10:00—22:00 

2. 报到/注册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甘肃银行大厦（原酒钢大厦）接待大厅 

3. 继续教育学分：本次会议将授予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I类 6分 

4. 注册费: 

注册时间 正式代表 
团体报名 

（5人及以上） 
学生及甘肃本地代表

*
 

提前注册（2017年 6月 20日前） 1200元 1000元/人 800元 

现场注册（2017年 6月 21日后） 1500元 - 1000元 

会前培训（单独收费） 800元 

注册费包括：代表证（参会资格）、会议资料、继续教育学分（不含交通费与食宿费）。 

学生及甘肃省本地代表报到时需提供相关证件（学生证/身份证）。 

5. 报名注册方式： 

大会统一报名注册网站：http://ebm.cmdamt.org/2017 

6. 缴费方式： 

-提前在线缴费(推荐)：在线报名注册后直接在线缴费。 

-提前转账汇款：在线报名注册后，选择转账汇款至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天缘公寓支行 

开户账号：333756029440 

开户单位：中国医师协会 

汇款附言：“2017 年循证年会”和您的联系电话 

银行汇款的请同时将汇款凭证发邮件至 cmda-ebm@vip.163.com 

-现场注册缴费：提前在线报名注册/现场注册后，使用现金或银行卡缴费。 

7. 提前缴费确认： 

在线报名注册并使用在线缴费方式缴费成功后，系统会直接发送确认信息。 

在线报名注册并使用转账汇款缴费并发送汇款凭证后，会务组收到注册费将在 5个工作日

内以邮件方式向您的注册邮箱发送“提前注册确认函”。 

http://ebm.cmdamt.org/2017
mailto:cmda-ebm@vip.163.com


 

8. 交通信息： 

会议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 525 号甘肃银行大厦（原酒钢大厦） 

机场到会场路线：可选择机场大巴（东方大酒店下）或城际列车（兰州火车站下） 

火车站到会场路线：兰州火车站下后，可选择转公交车兰州大学站下或打的（起步价）。 

 

9. 住宿信息： 

酒店名称 单/标间价格（参考） 距离会场距离 预定电话 

甘肃银行大厦 500-700元/晚 会议酒店 0931-2188800 

组工大厦 500-600元/晚 <50m 0931-8892009 

金昌大厦 400-500元/晚 <50m 0931-8870500 

平凉大厦 200-300元/晚 <50m 0931-8846256 

东方大酒店 200-300元/晚 约 400m 0931-8833555/8834228 

飞天大酒店 400-500元/晚 约 450m 0931-8532888 

萃英大酒店 300-400元/晚 约 550m 0931-8915999/8631999 

兰州饭店 400-500元/晚 约 520m 0931-4639092/4639091 

锦江阳光大酒店 400-500元/晚 约 300m 0931-8805511 

汉庭（兰大店） 200-300元/晚 约 570m 0931-8849555 

  



 

10. 会务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大会统一邮箱：cmda-ebm@vip.163.com   大会网站：http://ebm.cmdamt.org/2017 

注册缴费： 章  琪 010-82805838-306 15210890849 

 董冲亚 010-82805838-303 18618422826 

会议招商： 阎小妍 010-82805838-301 13810627293 

会议征稿： 陈耀龙 13893104140  

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务部 王  韬 010-63317266  

 

  

mailto:cmda-ebm@vip.163.com
http://ebm.cmdamt.org/2017


 

 

会议征稿 

本次研讨会面向高校、医院、医药企业等进行征稿，具体要求如下： 

1. 稿件原则上须是本次会议前未在国内外同类学术会议上宣读或交流的科研成果。 

2. 稿件需提交 600 字以内的中文电子版摘要。摘要须按文题、作者、单位、电子邮

件地址、研究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的格式撰写；不适合撰写成结构式摘要的，可采用

非结构式摘要。 

3. 稿件内容请围绕以下主题，形式包括论著、方法学研究和案例报告等。 

 循证临床医学实践案例（包括临床药学研究案例） 

 循证医学方法学研究进展 

 临床实效性研究方法学进展 

 临床实践指南和路径研究及案例 

 临床真实世界与大数据研究及案例 

 大样本、多中心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案例 

 循证公共卫生与卫生决策 

 循证放射与诊断 

 循证护理 

 药物经济学研究 

 药物安全性研究 

 药物治疗方案设计 

 其他 

投稿方式：网上投稿。 

投稿网址：http://ebm.cmdamt.org/2017  

截稿日期：2017年 6 月 20日 

交流安排：组委会将组织专家评审所有来稿，根据录用情况确定大会口头报告或壁报

交流。录用摘要收入《2017 中国医师协会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暨甘肃省医师协会/甘肃省

医学会循证医学专业年会论文汇编》。优秀摘要将被邀请扩展成全文，推荐至国内相关学

术期刊发表。 

http://ebm.cmdamt.org/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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